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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运动：对受战争影响社区的创伤恢复干预 
 

 

在冲突后的社区以及在冲突后继续遭受民间暴力和严重侵犯人权的社区中发展创伤恢

复干预措施，常见的一大挑战是资源匮乏：这些社区几乎没有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而

大多数人都需要心理干预。临床心理学家很少能获得资助，也很少能自愿在这些社区

驻扎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来提供循证的、聚焦创伤的心理治疗。需要心理干预的人

和有能力进行干预的人之间因而存在巨大差距。叙事运动是回应这一差距的首次探

索。运动目的是通过教会社区讲述经历，来为这些遭受了无情战争创伤却基本无法获

得心理健康服务的社区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叙事运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创和开

展，打破了会加重心理压力的沉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实质性的救济，而且加强了社

会联系，进而提高了社区的抵御能力。 

 

 

什么是叙事运动？ 

单从形式而言，叙事运动并不是治疗创伤事件所致心理伤害的新颖方法。谈论创伤事

件细节能显著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和心理压力，这种疗法在 PTSD 理

论中早已确立。以创伤为焦点的有效心理干预也使用讲述创伤事件来取得良好疗效，

例如“创伤为焦点的认知行为治疗”（Trauma 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Ehlers＆Clark，2000），“叙事暴露治疗”（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Hensel-

Dittmann 等，2011）和“见证工作”（Testimony work）（Lira＆Weinstein，1983）。因

此，叙事运动并不自称为独特的干预，而是一种在可用资源和专家知识非常有限时，

整合并调整现有治疗方法的方式，来应对为受创社区提供心理治疗的挑战。 

 

但叙事运动有着更大的意义：它象征着一个在多个国家多个社区必须开展的运动。我

经常遇到一些非营利组织，告诉我说它们迫切需要了解如何在需求大而资源少的地区

为创伤事件战争的幸存者提供心理支持，这种对话次数之多想来依然让我感到惊讶。 

 

为什么社区经常保持沉默？如果个人或整个社区开始讲述关于战争、酷刑和暴力的经

历，会出现什么情况？叙事运动就是要打破这种经常在严重受创社区中可见的沉默，

支持个人以有效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摆脱创伤经历。 

 

为什么叙事？ 

叙事运动研究了创伤记忆的本质和循证的 PTSD 心理治疗，从而概念化什么样的讲述

方式能够启动疗伤和应对创伤的程序，加强对未来创伤事件的抵御能力。 

 

有研究认为当创伤记忆与普通记忆以不同方式存储时，会产生对创伤事件的病理反应

（Brewin 和 Holmes，2003）。与大脑的普通记忆不同，创伤记忆缺乏言语编码，不是

作为言语而是作为一系列感觉而储存（Brewin，2001）。 

 

这种存储方式的差异会造成问题，因为当触发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时，个体对事件片段

的感受是一些生动和强烈的感觉刺激，例如，当时的视像、气味、声音和身体感觉。

这种感受存在时间上的错乱，个体会觉得所经历的这些感觉刺激正在发生，而非已是

过去。幸存者经常描述这种感觉如同穿越回到事件发生当时，再度感受恐怖，而意识

不到其实是在回忆。缺乏言语编码，可能很难对他人描述发生了什么（Bre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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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而且对事件的记忆往往混乱并缺乏特定环境，所以也很难理解发生的事情

（Foa＆Kozak，1986）。 

 

因此，治疗 PTSD 的一个必要部分是帮助个人构建对创伤事件连贯、详细的叙述，特

别是将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研究已经证明这个过程将病理性创伤记忆转换为普通的

记忆结构，直接减少重复体验症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Bisson，et al。2007）。通过将

个人暴露于创伤事件的情绪影响下，学会形成情绪的习惯化（Brewin，Dalgleish＆

Joseph，1996）。 

 

 

叙事的程序 

叙事运动要让社区学会以连贯的方式（即有清晰的开始，中间和结尾）讲述关于创伤

经历的故事，详细描述他们可以看到、听到、闻到、触到、尝到什么，身体的感觉如

何，当时有哪些想法和感受。运动的一个特别关注点是帮助社区创造让人感到安全和

自信的环境，创伤经历中甚至最糟糕的时刻也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用文字和语言表述出

来。 

 

这个过程理想情况下要在社区内的不同层次上进行。叙事运动以为社区赋能为重点，

让社区能够负责自己的叙事运动。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在社区中提供工作坊，介绍

对创伤事件的常见心理反应，并且强调叙事如何能够启动疗伤过程。然后为社区提供

空间来练习讲述故事，最后共同讨论如何将叙事运用于社区的不同环境中，例如家庭

内，邻里间，礼拜场所和村庄会议。 

 

叙事运动接下来要进一步培训“赤脚心理学家”，他们是当地社区成员和/或国际工作人

员/志愿者，想要在更结构化的环境中使用叙事运动，例如性暴力的幸存者想要为其他

幸存者设立一个互助小组。更结构化的叙事并不专注于提供建议，而是将叙事带到更

深层次的探索，思考与创伤事件相关的信念和意义。 

 

 

案例说明 

 

刚果民主共和国 

自 1996 年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DRC）一直是涉及地方，国家和国际派系

的一系列复杂冲突的中心。这些冲突导致 500 多万人丧生（IRC，2008 年），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冲突造成的最大死亡人数。整个整个的社区遭受屠杀，残害，性暴

力，酷刑，征儿童兵，挨家挨户抢劫，整村烧毁，造成数千人流离失所。虽然冲突已

正式结束，但 DRC 大部分地区仍然极度贫困，反叛者主导的暴力仍然普遍存在。 

 

研究发现刚果金人口中创伤事件和心理健康障碍的出现速度十分惊人。一项研究访问

了 1000 多名成年人，发现 40％的妇女和 23％的男性经历了性暴力，67％的成年人报

告了与冲突有关的侵犯人权事件（例如，酷刑、绑架、掠夺、强迫劳动、受迫对自己

的家庭成员实施性行为）。 41％的受访者符合重度抑郁障碍标准，50％的受访者符合

PTSD 的标准（Johnson，Scott＆Rughira 2010）。 

 

刚果金的正义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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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兴起（Justice Rising）是一个在受冲突影响的社区内开展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其愿

景是与民众建立相互关系，赋予这些个人实施自我维持项目所需的资源和技能。我应

邀在 2013 年年底与正义兴起合作，考虑可以设立哪些项目来帮助受刚果金多年暴力影

响的一个个社区。 

 

因为当时存在一些挑战：我能在社区中生活的时间有限（5 周），大多数人缺乏基础

教育，对实施项目提供频繁和持续的监督和支持的可能性很小。为应对这些挑战，我

们提出了叙事运动的想法。 

 

叙事运动 

卡伦比（Kalembe）是刚果金北基伍省的一个偏远村庄。这个社区经历了酷刑和强奸

等对人权的无情侵犯，并多次经历村庄突袭和屠杀。村民普遍贫穷，获得医疗保健的

机会有限。卡伦比的叙事运动是通过工作坊开展的，形式如下： 

 

• 教育村民什么是创伤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常见心理反应 

• 教育村民为什么叙事可以开启疗伤过程，应对创伤事件的心理影响 

• 培训如何以有效的方式叙事 

• 创造练习叙事的空间 

 

刚果金的文化以村长、酋长和牧师为尊。因此，第一个工作坊由这些人参与，希望他

们能够支持叙事运动。工作坊结束时反馈比较积极，然而当我们一个星期后返回村子

时，事情有了变化。他们说在刚果金谈论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是完全反文化的做法，

是通过煽动愤怒和复仇的情绪延续暴力，延长（心理）痛苦。所以总体反馈是他们没

有兴趣开展叙事运动。 

 

正义兴起之前在卡伦比尝试组建了一个由 40 个男孩和年轻人组成的足球队，名叫领导

者同盟。这些年轻人没有加入反叛军队，而是选择了踢足球和接受训练。我们便在足

球队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坊。球队成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社区不愿谈论创伤事件：

每个人都经历和见证了相同的事件，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没有必要谈论；即使想

谈，在社区中也找不到“未曾遭受痛苦”的人，能够“分担”一些自己的痛苦；况且没有

道理谈论自己努力要忘记的事件。 

 

尽管有这些想法，领导者同盟的一个成员还是决定分享他的故事。他向小组讲述了自

己想要谈论所经历的事，但不知道有谁会听。然后讲到他的家人在一次村庄袭击期间

拼命奔跑求生，他看到一颗子弹从背后穿透他的妹妹，看见她倒地死亡，但他害怕被

杀，不敢停下来找回她的尸体。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个事情，怕让别人也难过，

或被同伴嘲笑（刚果文化中常见的应对悲剧的反应）。讲完后，他的一个同伴开口

说：“你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很难过”。当天有其他三个人也分享了各自的故事。 

 

领导者同盟的反馈更令人鼓舞，比如， “讲的时候我感到悲伤，但我也感觉自己变的
更坚强”，“听别人的故事让我们有机会对他们说，很遗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分享
经历让我们可以摆脱痛苦和过去”。 

 

与领导者同盟的工作坊鼓励我们举办了一个更长的工作坊，由村长，酋长、牧师还有

老师及领导者同盟年长一些的成员参加。在反思了上次工作坊的反馈后，我们在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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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中安排了更多的时间解释叙事如何从创伤事件中启动疗伤的过程。领导者同盟

的成员还分享了他们上次叙事的经验，其他人可以发言提问。这一重要环节成了关于

叙事哪些有用哪些无用的小组辩论。作为观察员，我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由于他们自己

的体验是积极的，所以由社区成员来倡导叙事运动比外部“专家”有更多的影响力。辩

论结束后，工作坊分成两三人一组分享故事。环视房间，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聆听

和理解的渴望，以及对他人在聆听时能表达同情的渴望。 

 

我在总结这个工作坊对这一特定群体的影响时想起了两条评论。一条来自牧师：“首块
石头已经铺就。我们必须在基石上继续搭建。叙事是一种不花钱的药。我们必须开始
讲述”。第二条来自村长：“这里有一群想要说话的人。我们该做些什么？” 

 

在小组中我们讨论了叙事运动如何能够继续下去。大家认识到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还没

有学习叙事，所以可以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介绍给家人和朋友，然后练习彼此分享。听

到他们想要组建小组让人们定期聚会、相互讨论、彼此支持，我们备受鼓舞。 

 

这是四个月前的活动，之后叙事运动一直在壮大。本地和国际工作人员收到潮水般的

反馈。村里的长老，酋长和牧师一直在和家人分享叙事。他们的见证说明了叙事运动

让家庭更密切：“和我的妻子讲话后，我才发现她经历了很多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

“我的女儿告诉我她因为自己丈夫而经历的痛苦”。这些村庄领袖开始了自己的叙事运

动，并正在讨论如何为整个社区建立聆听室。领导者同盟的一些成员每周聚会分享他

们的故事，并要求参加更多培训以便支持同盟的其他成员。正义兴起看到在这个社区

中，沉默正在被打破。家庭，朋友和邻居正在进行艰难的对话，让个人的经历能够得

到验证和支持。村长在意见反馈时强调了叙事运动的赋权性质：“我们不需要等外人
来，自己可以开始自我疗伤”。 

 

随着社区的进展，卡伦比的叙事运动的下一步是支持社区思考他们要组建哪些小组，

聆听室将是什么样的，谁最能促进和维持这些项目。然后，将提供在更结构化的环境

中使用叙事的后续培训。 

 

总结 

叙事运动的开设是为了应对当整个社区受到创伤并且心理健康资源匮乏或不存在时难

以提供心理干预的挑战。借鉴先前的 PTSD 研究和成功的心理干预，叙事运动是一个

可以开启疗伤程序和应对创伤事件的工具，所需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参与程度相对

较低。刚果金的案例说明如果社区选择使用，叙事运动本身可以在工作坊后自我维

持。这是因为叙事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是运用了自然的人类行为和交流，这些行

为和交流能够辅助创伤事件中治愈的过程。 

 

虽然没有正式的研究确定叙事运动能否减少 PTSD 的严重程度或发生频率，但口头报

告表明它可以帮助社区打破常常维持和加重心理压力的沉默，为个人提供大量救济。

它也丰富了社会纽带，加强了社会支持，这样的环境已经证明能够缓冲创伤的心理影

响（Brewin，et al。，2000）。因此，在依靠专家和幸存者之间一对一干预措施的传

统方法不可用时，叙事是一种应对受创社区的心理健康需求的有效方法。也可以认

为，当创伤性事件是一种集体经历时，叙事运动提供了超越传统方法的方式：如果社

区能够共同解决他们的集体创伤，同时加强社会纽带，社区会更有能力解决更广泛的

经济，社会和生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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